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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火猴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五次反馈意见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关于上海火猴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五次

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火猴

网络、律师和会计师对反馈意见内容进行了认真讨论及补充调查，对反馈意见

中提及的有关问题逐项予以落实，涉及需要补充附件加以说明的，已补充相应

附件；涉及需要对《公开转让说明书》及其他文件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已

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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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相

同。 二、本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仿宋（加粗）：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仿宋（不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说明及核查意见  

 楷体（加粗）：对《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进行的补充披

露、更新 

 宋体（不加粗）：《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原有内容 

 黑体（加粗）：对相关内容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文件中披露位置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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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前次反馈回复，公司子公司开发的游戏软件《小南天天乐软件》取

得了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核发的新广出审[2016]1360 号批复，同意出

版运营国产移动网络游戏《小南天天乐软件》。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该游

戏是否已在文化部门办理了备案手续。 

【主办券商回复】 

经主办券商、律师核查，依据《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化部令 51

号）和国产游戏备案制度，国产游戏必须要具备两项备案审批，即新闻出版总署

游戏出版备案和文化部游戏运营备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官网（http://www.gapp.gov.cn）及以及中国文化市场网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

督与服务平台（http://sq.ccm.gov.cn/ccnt/sczr/login）查询，子公司简在网

络开发的游戏软件《小南天天乐软件》，取得了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

核发的新广出审[2016]1360 号批复，同意出版运营国产移动网络游戏《小南天

天乐软件》。同时，公司子公司简在网络已向文化部申请并已取得国产网络游戏

运营备案，备案文号为“文网游备字（2017）M-CSG0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第六

条规定：申请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营者为依法设立的公司。 

（二）有与开展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专业人员。 

（三）有为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信誉或者能力。 

（四）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100万元

人民币；在全国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经营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五）有必要的场地、设施及技术方案。 

（六）公司及其主要出资者和主要经营管理人员三年内无违反电信监督管理

制度的违法记录。 

（七）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经核查，出版运营网络游戏应当取得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http://baike.baidu.com/view/33352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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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上海简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游戏软件《小南天天乐软件》尚未取得

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游戏上线应该进行出版备案，子公司上海简在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通过吴江智慧软件企业有限公司取得出版号，但存在借用母

公司吴江智慧资质的情形，公司正在积极办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但

仍存在无法取得资质的风险，对关联方资质存在一定的依赖。而公司实际控制人

李哲出具承诺：“吴江智慧软件有限公司将无偿借用《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等相关资质予以上海简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使用。若上海简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因游戏运营资质问题受到相关行政部门相关处罚，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本

人承担”。 

据此，主办券商、律师一致认为，简在网络虽存在借用吴江智慧资质的情形，

但不存在损害上海火猴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简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利

益的情形。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如下： 

六、公司资质风险 

公司子公司简在网络开发并自主运营游戏软件《小南天天乐软件》，而出版

运营网络游戏应当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子公司上海简在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已通过吴江智慧软件企业有限公司取得出版号，但存在借用母公司吴

江智慧资质的情形。目前子公司正在积极办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但

仍存在无法取得资质的风险。且在此期间如果吴江智慧停止将资质借给子公司

使用，将会对公司游戏的运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2、请主办券商和申报会计师结合公司业务实质（包括客户向公司定制手机

浏览器的用途、最终安装到的手机品牌；广告业务展示在公司产品中的具体形式、

公司广告业务最终的广告主）、业务流程、公司手机应用的安装量、点击率、注

册人数等，公司与客户的利益分配模式、收入确认方式、结算方式、客户粘性、

订单获取方式、期后订单情况核查公司收入真实性、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并发

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一、业务实质核查 

公司业务内容为浏览器销售收入、广告位收入、推广业务收入及游戏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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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浏览器销售业务实质核查 

项目组通过核查业务合同、客户验收单、期后回款、公司的后台营运数据、

与订制浏览器客户的聊天记录截图、客户安装到各品牌手机的统计数据截图、客

户安装到部分相应手机品牌的截图等。 

客户名称 
订制浏览器名

称或型号 

订制浏览器的

用途 

最终安装

的手机品

牌 

2015 年确认

收入（单

位：元） 

占 2015 年同类

收入比例(%) 

江西玩酷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火猴浏览器安

卓版 3.x 系列定

制版 

用于企业宣

传、对外承接

广告、内嵌推

广等 

小米、乐

视、华为

等 

1,456,310.68 85.71 

北京郎兴达网

络科技有限公

司 

火猴浏览器安

卓版 3.x 系列定

制版 

用于企业宣

传、对外承接

广告、内嵌推

广等 

小米、乐

视、华为

等 

242,718.45 14.29 

小计    1,699,029.13 100.00 

2、广告位收入业务实质核查 

项目组通过实施核查业务合同、期后回款情况、公司后台营运数据、部分投

放广告截图等程序。 

2016 年 1-8月广告投放及最终广告主情况： 

客户名称 广告展现形式 广告内容 
最终广告

主 

2016 年度确

认收入（单

位：元） 

占 2016 年

度同类收

入比例(%) 

上海云媒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首页首屏八宫

格、启动欢乐屏

大屏广告 

宫格品牌直

宣、启动屏

品牌直宣技

术服务营销 

上海云媒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用户 

1,789,541.13 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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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星汨投

资咨询有限

公司 

首页首屏八宫

格、启动欢乐屏

大屏广告 

宫格品牌直

宣、启动屏

品牌宣传 

上海星汨

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1,634,987.12 26.14 

上海乔诺企

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首页首屏八宫

格、启动欢乐屏

大屏广告、全局

消息首屏内容替

换广告 

宫格课程推

广、启动屏

课程直宣、

消息推送 

上海乔诺

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

公司 

1,415,094.30 22.62 

上海桃花缘

网络服务有

限公司 

官方发布的所有

渠道、3.X 版本首

屏十宫格及用户

通知，火猴应用

市场 1.X 版本的

热点推荐 

宫格、用户

通知等位置

推荐中华特

卫 app 推荐下

载 

上海桃花

缘网络服

务有限公

司 

1,415,094.30 22.62 

小计    6,254,716.85 100.00 

2015 年度广告投放及最终广告主情况： 

客户名称 广告展现形式 广告内容 最终广告主 

2015 年度确

认收入（单

位：元） 

占 2015

年度同类

收入比例

(%) 

上饶市乐

天科技有

限公司 

首页首屏八宫格

随机排序，不低

于 180 万个数据

推送 

八宫格内精品购

物推荐等 

阿里妈妈

（淘宝联

盟）、2345

影视 

2,184,466.02 32.01 

扬州博悦

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首页热站推荐

位，应用推荐

榜，游戏推荐榜

单，火猴问问问

热站官网推荐、

游戏、应用推荐

榜单内 app 前 3

位推荐，火猴问

uc 九游（游

戏）、神马

搜索 

2,135,922.33 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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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广告展现形式 广告内容 最终广告主 

2015 年度确

认收入（单

位：元） 

占 2015

年度同类

收入比例

(%) 

候语 候语博悦品牌信

息推荐 

上海拜廷

科技信息

咨询有限

公司 

首页首屏八宫

格，启动欢迎屏

大屏广告，应用

推荐榜单，下载

推荐榜单 

启动屏拜廷品牌

推广、应用推广

等 

优酷、京东 951,456.31 13.94 

上海锦书

信息技术

服务有限

公司 

首页首屏八宫

格，应用推荐榜

单，下载推荐榜

单 

八宫格内财经

wap 站推广，应

用、下载榜单财

经 app 推广等 

点掌财经、

百度搜索 

922,330.10 13.51 

上海春桥

广告有限

公司 

首页首屏八宫

格，下载推荐榜

单 

八宫格新闻站点

推广、下载推荐

榜单新闻 app 推

广等 

东方头条 436,893.20 6.40 

上海麦丛

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首屏所有版块第

四条目以后的所

有位置投放能

力，全对象 push

消息推送 

全对象的购物优

惠消息推送等 

阿里妈妈

（淘宝联

盟） 

194,174.76 2.84 

小计    6,825,242.72 100.00 

3、推广业务收入之业务实质核查 

项目组通过抽样核查业务合同、期后回款、第三方平台统计数据并获取一系

列截图、企业与客户的沟通记录截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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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8月业务数据如下： 

业务类

别 
链接网站 收费方式 

2016 年 1-8 月确

认收入（单位：

元） 

占 2016 年 1-

8 月收入比

例(%) 

下载 app

用户 

http://mse.sogou.com/clientdata/logi

n.php 等 

按推广数量

收费 
8,464.62 82.45 

浏览、

视频用

户等 

http://dianying.2345.com/tongji 等 

按视频观

看、浏览量

等 

1,801.45 17.55 

小计   10,266.07 100.00 

2015 年业务数据如下： 

业务类别 链接网站 收费方式 

2015 年确认

收入（单

位：元） 

占 2015 年

月收入比

例(%) 

浏览器搜索用户 http://union.uc.cn/uohou.cn 等 
按搜索数量

收费 
192.84 1.11 

下载 app 用户 
http://mse.sogou.com/clientdat

a/login.php 等 

按推广数量

收费 
7,882.73 45.24 

浏览、视频用户

等 

http://dianying.2345.com/tongji

等 

按视频观

看、浏览量

等 

9,346.85 53.65 

小计   17,422.42 100.00 

4、游戏收入业务实质核查 

项目组通过核查公司支付宝账户的收款记录、抽样访谈游戏的最终用户、后

台游戏玩家使用游戏币的统计数据等，2016年 1-8月手机游戏收入为 225,519.22

元。 

5、软件开发收入业务实质核查 

http://mse.sogou.com/clientdata/login.php
http://mse.sogou.com/clientdata/login.php
http://dianying.2345.com/tongji
http://mse.sogou.com/clientdata/login.php
http://mse.sogou.com/clientdata/login.php
http://dianying.2345.com/tongji
http://dianying.2345.com/t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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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公司软件开发收入金额较小，主要由于公司主要产品火猴浏览

器未研发完成前，开发软件并经客户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项目组通过核查相关

业务合同、账务处理、客户验收凭证、期后客户回款情况以确认相关收入的真实、

完整。 

二、业务流程 

1、销售浏览器业务流程 

（1）寻找客户，联系研发确定合作意向 

公司市场部门根据目前市场客户需求，结合公司状况寻找相应的定制浏览器

开发渠道商。市场专员与相应渠道商的商务人员建立沟通，协商合作意向。市场

部门与研发部门沟通后，确定开始合作时间。 

（2）与合作客户联系并签订相关合同 

确定相应合作意向后，根据双方协商内容，定制相应合同文本。打印合同并

盖章后，邮寄给合作方并联系确认。 

（3）市场部提交客户资料 

市场部门将合同中客户提供的定制化需求的相关信息提交给技术部门进行

软件编辑，技术部门根据合同设定包括后台管理功能、开放功能、对应的搜索引

擎等。 

（4）技术部进行技术参数对接 

技术部门根据获取到的对接参数进行对接。根据客户需求制作相关后台功能，

对接工作完成后反馈市场部门确认对接完毕。 

（5）市场部门进行软件对接后相关测试 

市场部门专人负责相应软件的测试。确认浏览器内所配置的内链是否准确，

是否正常跳转，是否符合客户需求，后台是否能够正常对浏览器前台进行修改、

管理控制。 

（7）市场测试完成提交客户进行最终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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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试结果，及时反馈技术部门是否需要进一步修改。确定无误后反馈最

终版给客户，客户发现问题后及时沟通做出相应修改，客户认可产品后则进行交

付，客户收到产品后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合格报告。 

2、广告位收入业务流程 

（1）寻找客户，确定合作意向 

公司市场部门根据目前市场客户需求，结合公司状况寻找相应的有投放广告

需求的客户。市场专员与相应商务人员建立沟通，协商合作意向。 

（2）与合作客户联系并签订相关合同 

确定相应合作意向后，根据双方协商内容，定制相应合同文本。打印合同并

盖章后，邮寄给合作方并联系确认。 

（3）市场部提交客户资料 

市场部门将合同中客户提供的需要发布的相关信息提交给技术部门。 

（4）广告投放 

技术部门将市场部提供的客户相关信息根据合同约定投入到约定的位置，并

同时提供给客户一个账号，以供客户查看其广告投放情况。 

3、推广业务收入流程 

（1）寻找客户，确定合作意向 

公司市场部门根据目前市场客户需求，结合公司状况寻找相应的有推广需求

的客户。市场专员与相应商务人员建立沟通，协商合作意向。 

（2）与合作客户联系并签订相关合同 

确定相应合作意向后，根据双方协商内容，定制相应合同文本。打印合同并

盖章后，邮寄给合作方并联系确认。 

（3）市场部提交客户资料 

市场部门将合同中客户提供的需要发布的相关信息提交给技术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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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广业务量统计和核对 

市场专员通过第三方统计平台与对方核对推广的业务量。 

4、游戏收入业务流程 

（1）公司开发完成游戏，然后上线测试游戏； 

（2）游戏推广； 

（3）游戏正式上线； 

（4）客户在玩游戏时直接充值到公司支付宝账户； 

（5）公司后台数据统计客户使用的购入游戏产品，然后将其转化为相应的人民

币以进行价值确认。 

三、公司手机应用的安装量、点击率、注册人数 

截至本回复签署日，公司手机应用的累计下载安装量约 1158 万次、累计点

击率 102 万次、注册人数约 40万人。 

四、公司与客户的利益分配模式、收入确认方、结算方式、客户粘性、订单

获取方式 

由于浏览器客户自定义程序较高，客户粘性较小。出售广告位和推广业务由

于业务方式灵活，有一定粘性。游戏业务目前规模较小，同样具有一定粘性。根

据第三方平台友盟（http://www.umeng.com/）的统计数据，截至本回复签署日，

近七天活跃用户约 14万人。 

业务类

别 

公司与客户的

利益分配模式 

收入确认方式 结算方式 订单获取方式 

浏览器销

售 

不采用利益分

配模式结算 
客户验收合格确认收入 银行转账 

商务渠道拓展、QQ

群拓展等 

广告位收

入 

不采用利益分

配模式结算 

广告正式发布时开始确

认收入，并按广告投放

时间段均衡确认收入 

银行转账 

商务渠道拓展、QQ

群拓展、客户通过

官网主动发邮件或

QQ 联络等 

推广业务 

不采用利益分

配模式结算 
按实际推广量确认收入 银行转账 

QQ 群拓展、官网主

动搜索联络、合作

伙伴推荐等 

按客户付费 按客户已支付金额计算 银行转账 QQ 群拓展、官网主

http://www.um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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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类

别 

公司与客户的

利益分配模式 

收入确认方式 结算方式 订单获取方式 

40%-55%分享 动搜索联络、合作

伙伴推荐等 

游戏收入 
不采用利益分

配模式结算 

用户冲值并消费时确认

收入 
银行转账 

QQ 群拓展、官网主

动搜索联络、客户

通过官网主动发邮

件或 QQ 联络、合

作伙伴推荐等 

五、期后订单情况 

项  目 
2016 年 9-12 月 

营业收入（元）未经审计 

广告位收入 1,462,264.15 

推广收入 2,830.19 

游戏收入 891,475.73 

合计 2,356,570.07 

公司将自身定位为互联网公司，利用浏览器的平台效用，将浏览器软件视为

互联网接入的端口，在积累了相关的用户量之后，向下游延伸，可以利用浏览器

作为接入端，嫁接各类互联网服务，从而实现用户流量变现的作用，最大程度上

的开发和利用每个用户资源。故在此规划下，公司于 2016 年放弃了浏览器销售

相关业务，未来将把公司的销售和开发的重心放在互联网相关服务上。公司目前

业务收入表现形式上有广告位收入、推广收入和游戏收入等，虽然收入分类会有

差异，但均是对浏览器用户流量变现的方式，公司业务稳定，具有可持续经营能

力。 

通过上述核查程序，主办券商认为，公司销售收入是真实可靠的，公司具有

可持续经营能力。 

3、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广告收入，而公司将自己归类于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请主办券商结合公司上年度销售收入结构分析公司行业分类

的准确性，并进一步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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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及《关于负面清单相关事项的

审查标准》所列示的负面清单的情形。 

【主办券商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细分情况如下： 

项目 

2016年 1-8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金额（元） 比重（%） 金额（元） 
比重

（%） 

金额

（元） 

比重

（%） 

浏览器销售

收入 
- - 1,699,029.13 19.89 - - 

广告位收入 6,254,716.85 96.37 6,825,242.72 79.91 - - 

推广收入 10,266.07 0.16 17,422.42 0.20 - - 

软件开发收

入 
- - - - 144,174.76 100.00 

游戏收入 225,519.22 3.47 - - - - 

合计 6,490,502.14 100.00 8,541,694.27 100.00 144,174.76 100.00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

题的解答（二）》，对挂牌公司的要求如下： 

 （一）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营业收入累计少于 1000 万元，但

因新产品研发或新服务培育原因而营业收入少于 1000 万元，且最近一期末净资

产不少于 3000 万元的除外； 

公司最近两年一期收入合计为 1,517.63万元，大于 1000万元。 

  （二）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低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根据发改委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公司属于

科技创新类公司，本条不适用。 

  （三）非科技创新类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但最近两年营业收

入连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50%的除外； 

不适用。 

  （四）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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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产业； 

不适用。 

根据《关于负面清单相关事项的审查标准》要求，“科技创新类公司的各期

主营业务收入中，属于战略新兴产业的业务收入占比应不低于 50%。未达到标准

的，应执行非科技创新类公司相关要求。”公司主营业务属于指导目录列明的“2.3 

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产业-2.3.1 软件及应用系统”中所指出的“移动计算

软件平台。包括移动服务运营支撑与开发平台，指支撑移动计算服务的开发、运

营工具及平台软件。智能移动终端软件系统，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移动

终端的操作系统和浏览器。” 

报告期内，公司 2014 年收入为相关软件开发收入，占比 100%，2015 年和

2016 年 1-8 月收入主要为广告位收入和推广收入，收入是依托公司浏览器所内

嵌的广告位和提供的链接取得收入，对应广告位置和链接不能脱离浏览器主体单

独存在，并非传统广告业务收入，而是浏览器流量变现的方式之一，属于战略新

兴产业的业务收入，合计占总销售收入的 80.11%和 96.53%，均超过 50%，符合

要求。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

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及《关于负面清单相关事

项的审查标准》所列示的负面清单的情形。 

4、关于关联方。（1）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公司是

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报告期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定价原则

及公允性、未来是否持续、对关联方是否存在重大依赖、公司的独立性及解决措

施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亲属持有权益的公司能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情况，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是否存在

同业竞争及解决措施的有效性。（2）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以下事项

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申报日至今，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情形，核查占用具体情况

包括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时间、发生额、履行的决策程序、资金占用费或利息

支付情况，是否违反承诺以及规范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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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回复】 

   （1）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

未披露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报告期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定价原则及公允性、未

来是否持续、对关联方是否存在重大依赖、公司的独立性及解决措施等;公司实

际控制人的亲属持有权益的公司能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公司情况，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及

解决措施的有效性。 

主办券商、律师通过核查公司工商档案、企业工商信息查询系统以及于相关

当事人电话沟通和书面确认的方式到公司还存在应披露的关联方，应补充披露公

司实际控制人李哲的父母控制或者重大影响的企业。 

公司股东之一上海吉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然投资”），上海

吉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原来为李云增和王成荣（二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父母）。2016 年 2月 22日，李云增和王成荣将上海吉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部

转让给中万环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万环球”，该公司的股东为李云增和王

成荣二人，李云增持有 99%的股份，王成荣持有 1%的股份）。 

a、李云增和王成荣对外投资的、且达到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如下表所示： 

关联方分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关联企业 

中万环球有限公司 
李云增和王成荣二人，李云

增持有 99%的股份 

上海猿友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李云增持有 50%的股权，王成

荣持有 50%的股权 

上海国长实业有限公司 
李云增持有 90%的股权，王成

荣持有 10%的股权 

b、中万环球有限公司其他对外投资的、且达到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如下表所

示： 

关联方分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关联企业 

新疆中万环球控股有限公司 中万环球持有 100%的股份 

广西万奥电子竞技有限公司 中万环球持有 51%的股份 

中万环球实业盐城大丰有限公司 中万环球持有 100%的股份 

广西中万环球控股有限公司 中万环球持有 100%的股份 

威海中万实业有限公司 中万环球持有 100%的股份 

上饶市广丰区君和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中万环球持有 99%的份额，李云增

持有 1%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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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市广丰区君聚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中万环球持有 99%的份额，李云增

持有 1%的份额 

上海天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万环球持有 100%的股份 

上海火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中万环球持有 100%的股份 

c、上海猿友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猿友资产”）其他对

外投资的、且达到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如下表所示： 

关联方分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关联企业 

上海猿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猿友资产持有 99%的份额 

上海猿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猿友资产持有 66.66%的份额 

d、上海国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长实业”）其他对外投资的、且

达到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如下表所示： 

关联方分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关联企业 

上海国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国长实业持有 100%的股份 

上海国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国长实业持有 100%的股份 

上海国长进出口有限公司 国长实业持有 100%的股份 

e、上海吉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他对外投资的、且达到控制或重大影响的

如下表所示： 

关联方分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关联企业 

上海吉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吉然投资持有 99%的股份 

上海胜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吉然投资持有 51%的股份 

上海语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吉然投资持有 75%的股份 

上海美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吉然投资持有 50%的份额 

根据李哲父母出具的书面说明，李哲父母所直接或间接投资的企业，均属于

其实际所有和控制，不存在与李哲共同控制的情形。李哲父母的控制企业主要为

了对外进行财务投资，其子女不存在于该类企业直接或间接投资的企业中担任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主办券商对实际控制人及其父母进行了沟通，查阅了实际控制人父母控制的

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取得了实际控制人签署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实际控

制人父母出具的情况说明。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公司与李哲父母控制企业之间

不存在关联交易。 

公司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五、关联方、关联关系

及关联方往来关联交易/（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中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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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分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实际控制人 李哲 

直接持有公司 0.8%的股份比例，间接

持有公司 49.60%的股份比例，合计持

有公司 50.40%的股份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 

吴江智慧 持有公司 63.2%的股份 

火猴投资 持有公司 16%的股份 

吉然投资 
持有公司 10%的股份，实际控制人父母

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企业 

猿启投资 
持有公司 10%的股份，实际控制人父母

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企业 

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李哲、赵宏宇、赵冰冰、钱

程、朱怡 
公司董事 

朱颖、胡剑羽、刘保先 公司监事 

李哲、赵宏宇、赵冰冰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关联企业 

上海堃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赵宏宇控制的企业 

上海隐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赵冰冰及其配偶控制的企业 

中万环球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上海猿友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上海国长实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新疆中万环球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广西万奥电子竞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中万环球实业盐城大丰有限

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广西中万环球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威海中万实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上饶市广丰区君和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上饶市广丰区君聚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上海天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上海火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上海猿腾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上海国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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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上海国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上海国长进出口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上海吉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上海胜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上海语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上海美投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实际控制人父母李云增、王成荣控制的

企业 

就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五、

关联方、关联关系及关联方往来关联交易/（二）关联交易”中披露如下：“ 

1、报告期内日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的采购情况如下： 

关联方 

名称 

关联交易内

容 

定

价

方

式 

2016年 1-8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 

金额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 

金额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吴江智慧软件有

限公司 
市场推广 

市

价 
520,000.00 19.22%     

合计   520,000.00 19.22%     

报告期内无相关销售情况。 

2、报告期内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无偶发性关联交易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于 2016 年 5月 2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及

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吴江智慧软件有限公司签署<用户

导流协议>的议案》，并于 2016 年 6 月 5 日提交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相关关联方主动回避表决。除上述关联交易外，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向吴江智慧购买推广业务，属于日常性关联方交易，相

关关联董事、股东已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主动履

行了必要的回避义务。交易定价参照市场定价，定价基本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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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情形，且公司向吴江智慧软件有限公司采购发生金额较小，对关联方不存

在重大依赖的情形。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具体规定了关联交易

的审批程序，股份公司期间发生的有关关联交易履行了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审批

程序，关联董事或关联股东履行了回避，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此

外，公司关联方还就规范关联交易作出了承诺，今后将尽可能减少与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依法签订协议，并按照《公司法》、《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

程序。 

就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独立，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分开；公司拥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

独立经营的能力，公司的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且不

依赖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开展业务；公司拥有完整的法

人财产权，包括经营决策权、实施权，公司经营决策均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程序，控股股东除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公司的业务

经营活动进行任何干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之间

不存在竞争性业务。 

而经主办券商、律师核查，根据李哲父母出具的书面说明，李哲父母所直接

或间接投资的企业，均属于其实际所有和控制，不存在与李哲共同控制的情形。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亲属持有权益的公司不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关于同业竞争及解决情况，公司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

治理/五、公司同业竞争情况/（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披露如下： 

1、吴江智慧软件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吴江智慧软件有限公司 

住所 吴江经济开发区科技创业园联杨路以南、长安路以东 

法定代表人 李哲 

注册资本 125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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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软件开发、销售；数据库设计；企业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0 年 3月 23 日 

股权结构 

李哲持有其 60.7616%股权 

其他股东持有股份参见“第一节  四、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

/(二)前十名股东及持有 5%以上股份股东持股情况” 

2、上海火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上海火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陈翔路 88号 1幢 3层 B区 2177室 

法定代表人 李哲 

注册资本 25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实业投资，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 年 8月 24 日 

股权结构 

李哲持有其 70.028%的份额 

其他合伙人持有份额参见“第一节  四、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

/(二)前十名股东及持有 5%以上股份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哲控制的吴江智慧软件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网页

Web 端的软件开发与销售，而火猴网络主要从事手机移动端 APP 的研发和推广，

两者的经营模式和产品种类存在很大差异，且两者并没有构成直接对立的利益冲

突，主办券商、律师认定两者不构成同业竞争。 

上海火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员工和外部人员出资设立并

投资火猴网络的持股平台不存在以公开或非公开方式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也

不存在委托基金管理人管理资产的情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

基金的范畴，且上海火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仅持有火猴网络 16%的

股份，无其他对外投资，主办券商、律师认定两者不构成同业竞争。 

为了进一步避免出现同业竞争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了《避

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本人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将不直接或间接开展对公

司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活动或拥有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任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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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

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营销负责人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2) 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或业务范围，本人

及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将不与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可能与公

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的，本人及其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按照如下方

式退出竞争： 

a. 停止生产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 

b. 停止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c. 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公司来经营； 

d. 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3) 本人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或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期间以及辞去上述职务 6个月内，本承诺为有效承诺。 

(4)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对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作出全面、及时和

足额的赔偿。” 

（2）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

发表明确意见：申报日至今，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

用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情形，核查占用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占用主体、发

生时间、发生额、履行的决策程序、资金占用费或利息支付情况，是否违反承诺

以及规范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相关内容。 

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了包括但是不限于：核查公司申报日至本反馈

意见回复签署之日的银行流水、企业征信报告、往来凭证。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

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具体如下： 

① 报告期期初至再次申报 

公司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公司财务/关联方、关联关系及关

联方往来关联交易/（二）关联交易”中补充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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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主体 
与公司关

联关系 
次数 

期初占用资

金余额 

报告期占用

资金 

报告期回款

金额 

期末占用资

金余额 

资金占用费

用支付情

况 

赵冰冰 财务总监 1 0 200000 200000 0 
未约定利

息费用 

李哲 

公司董事

长、总经

理 

1 0 7880 7880 0 
未约定利

息费用 

公司财务总监赵冰冰在 2015 年 11 月 17 日向公司借用资金 20 万元，并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归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哲报告期内占用公司资金 7880

元，该笔占款系公司替李哲代缴的股权转让的税款，李哲于 2015 年 12月 14 日

归还。 

②再次申报日至反馈回复期间 

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通过访谈公司财务人员、查阅了公司从报告期末

至反馈回复期间的公司银行账户流水的方式进行核查。经核查，自报告期末至

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对关联交易未制定专门制度，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也未签订相关协议，导致上述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不规范行为的存在。公司

对于该等关联方占用的资金，未收取资金占用费，公司被占用资金在挂牌申报

日前已归还。 

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决

策程序和回避制度等作出详尽的规定。公司于 2015年 12 月 18日召开了股份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司与关联方资

金拆借等关联交易行为，能够保障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 

报告期内关联方赵冰冰、李哲各发生一笔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并且在报

告期内陆续归还公司被占用资金，报告期后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未再发生控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不存在违反承诺情况，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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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规范。 

因此，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认为公司符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的条件。 

5、请公司说明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今是否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若存在的，请公司披露被列入名单、被惩戒

的原因及其失信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前述事项，并说明核查方式，

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经核查“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证

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

息；以及通过取得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及声明文件等。 

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律师认为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不存在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关于挂

牌条件的要求。 

6、关于收入。（1）请公司将公开转让说明书中产品和服务、收入构成及收

入确认部分的收入分类标准相统一；（2）请公司补充披露各期前五大客户合同

内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3）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收入大幅增

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报告期内各项业务收入占比变动较大的原因，广告收入大幅

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广告业务客户获取方式、定价方法，2016 年 1-8 月未取得

浏览器销售收入的原因，并说明未来业务发展规划，分析公司业务是否具有稳定

性，是否影响持续经营能力；（4）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结合公司各项业务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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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核查公司收入确认方法是否符合准则规定并发

表意见；（5）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详细核查公司各项业务收入大幅波动的原因

是否合理，是否存在虚增收入或隐藏收入的情形，并对公司收入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发表明确意见；（6）请主办券商详细核查报告期公司业务变动较大

的原因是否合理，公司是否具有稳定业务且具备开展该业务的关键资源要素，公

司的直接或间接融资情况，分析公司净资产较低，收入规模较小、盈利能力和经

营现金流较差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持续经营能力，并对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

力发表明确意见。 

     （1）请公司将公开转让说明书中产品和服务、收入构成及收入确认部分的

收入分类标准相统一； 

    【公司答复】 

已根据要求，将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收入分类通篇对应修改为：浏览器销售收

入、广告位收入、软件开发收入、推广收入及游戏收入。 

（2）请公司补充披露各期前五大客户合同内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等； 

【公司答复】 

公司已在“第二节 公司业务/四公司具体业务情况/（四）报告期内，主要

业务合同执行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交易对手 协议内容 协议执行情况 关联关系 

上海云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向公司购买火猴浏览器安卓版 3.X 系列

版本的广告位： 

首页首屏八宫格-90天； 

启动欢迎屏大屏广告-60天； 

折后总价 190 万元。 

期限： 

2016.5.1-2016.7.30 

履行情况：履行完毕 

非关联方 

上海星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向公司购买火猴浏览器安卓版 3.X 系列

版本的广告位： 

期限： 

2016.5.1-2016.5.31 

非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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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首屏八宫格-30天； 

启动欢迎屏大屏广告-30天； 

折后总价 63 万元。 

履行情况：履行完毕 

上海乔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向公司购买火猴浏览器安卓版 3.X 系列

版本的广告位： 

首页首屏八宫格-20天； 

启动欢迎屏大屏广告-20天； 

全局消息-6次； 

首页信息内容替换广告-60天； 

总价 250万元。 

日期： 

2016.4.20-2016.7.20 

履行情况：履行完毕 

非关联方 

上海桃花缘网络服务有限公

司 

向公司购买自有渠道和合作渠道推广

《中华特卫 APP》： 

官方发布全渠道，浏览器首屏十宫格-40

天； 

用户通知-1次； 

火猴应用市场热点推荐-2元/CPA； 

总价 150万元。 

日期：2016.3.30 

履行情况：履行完毕 

非关联方 

深圳咕咕鸟网络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公司为其提供无线业务推广服务，结算

方式按照 CPA 激活，适用于安卓手机软

件客户端，用户通过公司平台下载软件，

并完成一次在线连接行为。暴风影音 1.2

元/次；斗地主 1.9 元/次；360 手机助手

元/次。 

日期：2015.12.24-

2016.12.1 

履行情况：履行完毕 

非关联方 

`扬州博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向公司购买火猴浏览器安卓版 3.X 系列

版本的广告位： 

期限： 

2015.6.8-2015.9.8 

非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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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热站推荐-3个月； 

应用推荐榜单-90天； 

游戏推荐榜单-90天； 

总价 220万元。 

实际执行：履行完毕 

上海拜庭科技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向公司购买火猴浏览器安卓版 3.X 系列

版本的广告位： 

首页首屏八宫格-90天； 

启动欢迎屏大屏广告-30天； 

应用推荐榜单-90天； 

总价 210万元。 

期限： 

2015.6.10-2015.9.10 

实际执行：履行完毕 

非关联方 

上海春桥广告有限公司 

向公司购买火猴浏览器安卓版 3.X 系列

版本的广告位： 

首页首屏八宫格，随机排序-30天； 

总价 45万元。 

期限：2015 年 6 月 25

日至 2015 年 7 月 25

日。 

实际执行：履行完毕 

非关联方 

上饶市乐天科技有限公司 

向公司购买火猴浏览器安卓版 3.X 系列

版本的广告位， 

首页首屏八宫格-105天； 

启动欢迎屏大屏广告-105天； 

应用推荐榜单-105天； 

总价 225万元。 

期限： 

2015.5.15-2015.8.30 

实际执行：履行完毕 

非关联方 

上海锦书信息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向公司购买火猴浏览器安卓版 3.X 系列

版本的广告位， 

首页首屏八宫格-90天； 

应用推荐榜单-90天； 

期限： 

2015.6.19-2015.6.19 

实际执行：履行完毕 

非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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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价 195万元。 

江西玩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向公司购买火猴浏览器安卓版 3.X 系列

定制版本，公司提供定制安装包和管理

后台并经测试通过后，支付给公司 150

万元定制服务费，公司提供一年的免费

技术支持。 

交付日期：2015 年 10

月 30 日前。 

实际执行：履行完毕 

非关联方 

（3）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报告期内各

项业务收入占比变动较大的原因，广告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广告业务

客户获取方式、定价方法，2016 年 1-8 月未取得浏览器销售收入的原因，并说明

未来业务发展规划，分析公司业务是否具有稳定性，是否影响持续经营能力； 

针对公司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 公司

业务/四、公司具体业务情况/（一）公司收入构成”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开始研发火猴浏览器，于 2013 年 8 月开发完成火猴浏

览器 V1.0，2013 年 11月取得火猴浏览器 V1.0 软件著作权，但未进行大范围推

广，故而未产生与浏览器相关的销售收入。在此之后，公司加大研发力度，于 2015

年 5月完成火猴浏览器 V3.0 的开发，并加强了推广方面的投入，在具有一定用

户量之后，公司的浏览器即可发挥流量变现的作用，将浏览器免费提供给用户使

用，同时将浏览器上相关的广告位置、链接位置向需要进行广告、推广业务的客

户开放并收取相关费用。利用浏览器作为互联网接入端口工具的特性，不断扩大

自身的用户量，同时嫁接各类互联网产品如游戏、小说、动漫等，将积累用户量

通过导出至自身或其他的互联网服务商处而实现流量变现。广告客户主要通过

公司自身的商务人员进行洽谈开发取得，主要方式有商务渠道拓展，在相关业务

QQ 群发布公司信息和服务内容，客户通过官网主动发邮件等方式取得。售价主

要依据提供的服务类型收费，主要广告位服务收费情况如下： 

广告类型 售价 

首页首屏八宫格 2万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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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欢迎屏大屏广告 1万元/天 

系统通知全局消息 15 万元/次 

全渠道首屏十宫格 4万元/天 

应用推荐榜单 1万元/天 

客户根据需要选取服务的时长、次数，统一合计后折算价格。 

针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规划和未取得浏览器销售收入的原因，公司已在“第

二节 公司业务/八、公司面临的主要竞争情况/（六）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及措施”

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将自身定位为互联网公司，利用浏览器的平台效用，将浏览器软件视

为互联网接入的端口，在积累了相关的用户量之后，向下游延伸，可以利用浏览

器作为接入端，嫁接各类互联网服务，从而实现用户流量变现的作用，最大程度

上的开发和利用每个用户资源。故在此规划下，公司于 2016 年放弃了浏览器销

售相关业务，未来将把公司的销售和开发的重心放在互联网相关服务上。公司目

前业务收入表现形式上有广告位收入、推广收入和游戏收入等，虽然收入分类会

有差异，但均是对浏览器用户流量变现的方式，公司业务稳定，具有可持续经营

能力。 ” 

（4）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结合公司各项业务具体内容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核查公司收入确认方法是否符合准则规定并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

应收指南》规定: 

企业销售商品确认收入必须同时满足 5个条件： 

（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

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 29 -  
 

（3）、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4）、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销售商品需要安装和检验的，在购买方接受商品以及安装和检验完毕时确认

收入的，如果安装程序比较简单，可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 

企业在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应当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

务收入。 

为特定客户开发软件的收费，根据开发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 

传播媒介的收费应在有关的广告与公众见面时确认收入。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采取了以下的收入确认的时点及原则 

本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原则：浏览器销售收入系客户验收合格后确认收入；

广告位收入系广告发布时开始确认收入；软件开发收入系客户验收合格后确认收

入;推广收入系最终用户注册、激活或搜索完成后确认收入。游戏收入系客户兑

换虚拟游戏币时确认收入。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各项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5）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详细核查公司各项业务收入大幅波动的原因是否

合理，是否存在虚增收入或隐藏收入的情形，并对公司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业务收入波动分析如下： 

项  目 2016 年 1-8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浏览器销售收入   1,699,029.13   

广告位收入 6,254,716.85 6,825,242.72   

推广收入 10,266.07 17,422.42   

游戏收入 225,519.22     

软件开发收入     144,174.76 

合计 6,490,502.14 8,541,694.27 144,1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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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8月与 2015年同期收入相当，并且增加了游戏收入类别。2015 年

收入比 2014 年增加 839.75 万元、增长了 58.24 倍，主要由于公司 2015 年收入

类别增加了浏览器销售收入、浏览器广告位收入、推广收入。 

公司于 2012 年 8月开始研发火猴浏览器，于 2013年 8月开发完成火猴浏览

器 V1.0，2013 年 11月取得火猴浏览器 V1.0软件著作权，证书号 0629069证书。

公司于 2014年通过豌豆荚手机助手对该产品进行初步推广,但未实现销售。公司

加大了研发力度，于 2015年 5月开发完成火猴浏览器 V1.0 的升级版火猴浏览器

V3.0 ，2016年 2月取得火猴浏览器 V3.0软件著作权，证书号 1203352。火猴浏

览器 2015 年 5 月开始试运营，2015 年 6月开始对外销售。 

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为维护已经开发完成的浏览器并对浏览器进行推广，以

增加用户数量并推动广告位的销售。公司 2014 年发生推广费 20,733.35 元，主

要通过豌豆荚手机助手对火猴浏览器进行推广。自 2015 年浏览器研发成功后，

公司委托专业公司加大了推广力度，2015年公司共支付推广费约 444万元，2016

年 1-8月共支付约 271万元的推广费及广告费。 

由公司属于软件开发及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通过上述第三方统计数据可以

看出，公司 2015 年收入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火猴浏览器开发完成，并经过专业

公司进行推广吸引了有广告投放需求的客户进行广告投放和浏览器订制需求的

客户。在 2016 年 1-8 月，由于前期用户量的积累加上本期对浏览器进行的持续

推广，公司拥有大量用户并获得了广告客户的认可，故公司业务收入在 2016 年

1-8月有一定幅度的提升。 

综上所述，项目组通过分析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历程、公司用户数量的变

化及手机浏览器的市场排名情况的变化，认为公司 2016 年 1-8 月的业务收入较

2015年有一定幅度的提升、2015年较 2014年的收入增长主要系收入结构发生变

化导致的情形是合理的。 

二、项目组针对公司是否存在虚增收入或隐藏收入的情形的核查程序如下： 

1、对销售与收款循环进行内控了解及控制测试 

通过询问、检查等程序了解并评价被审计单位销售循环内部控制，了解各

项制度的建立情况，如合同管理细则、应收账款管理办法等、各项制度执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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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岗位和职责分离等情况。 

核查过程： 

我们询问了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询问其公司人员岗位设置、销售合同的前

期与客户交流、合同签订和执行、合同的管理、对客户的信用政策、应收账款的

管理等。并查看了企业的《合同管理细则》《应收账款管理办法》等制度来了解

企业的内控。 

企业内控具体情况如下： 

(1)、制订了销售管理制度 

公司建立了销售合同管理、应收账款的回收等方面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制度： 

《销售合同规范》、《合同管理细则》、《应收账款管理办法》、《发票

开具及管理制度》、《授权管理制度》； 

(2)、建立了销售与收款业务涉及的岗位与职责分工。 

公司岗位设置及职责分工明细，销售、执行、收款三项业务分别由市场

部、技术部及财务部执行，市场部业务拓展和签约人员是由市场部不同的人员

完成，市场部主要负责处理订单、签订合同、执行销售政策和信用政策、催收

货款。技术部主要负责软件产品交付及后台数据维护等技术服务。财务部门在

销售及收款循环中主要负责销售款项的结算和记录、监督管理货款回收。公司

在销售合同订立前，由市场部人员就销售价格、信用政策、发货及收款方式等

具体事项与客户进行谈判，谈判人员与订立合同的人员相分离；在合同订立过

程中，按照公司要求的合同规范进行合同修改，并由技术部从软件技术专业角

度提出修改意见，避免了销售合同中有可能存在的技术风险。对客户的授信的

审批和合同审批，则按授权制度的规定来划分由部门负责人批准或与财务部会

签再报总经理批准。编制销售发票申请单的人员与开具销售发票的人员相互分

离；客户支付款项均通过银行直接支付到公司银行账户，未发现有现金收到货

款的行为，市场部人员不能接触现金；应收账款的记账人员与现金保管工作职

责分离。  

（3）、合约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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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时按销售合同规范进行合同条款的修改，并按授权制度要求进行合同会签和

审批。 

（4）、恰当的授权审批。销售合同形成后，由市场部负责人就销售价格、

销售条件、折扣等条款进行审核。市场部负责人审核通过后，与财务部和技术

部进行合同会签，然后再提交公司总经理进行最终审批，从而防止了销售员为

追求更大销售数量而不顾及坏账损失的风险。  

（5）、企业应收账款的管理和记录 

企业建立了应收账款的责任制度，明确规定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市场部按合同约

定条款按时向客户催款，若客户回款与合同不相符，财务要及时跟市场部经理进

行沟通，对于特定客户延迟收款，一定要总经理的审批。财务基于合同进行判断，

对收到款项但服务尚未完成的业务，财务人员收到款项时记入预收账款，对于赊

销业务，财务在收到客户验收合格单和广告实际投放报告后确认收入并记录相应

的客户的应收账款。 

（6）、发票的开具 

销售部向财务提出开票申请，财务在收到开票申请后，与合同、收款、客户的验

收报告等相核对，核对无误后，再进行发票开具，并在财务软件系统制作相应的

会计凭证 

我们检查了公司 2014年 1月-2016年 8月的销售明细表，抽查了部分销售合同，

并对大额合同执行了穿行测试等程序，从职责分离、授权审批、内部凭证记录等

方面核查了销售与收款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7）、内部凭证管理与记录。市场部编制了销售台账，并记录每个销售业

务的开工，完工及收款情况。销售台账后附销售合同和客户签字确认的《验收

报告》，便于清晰核查。由客户签字确认《验收报告》单据复印件提交至财务

部，由财务部将其与原件比对一致后，由财务人员根据客户签字确认《验收报

告》的单据复印件及《销售发票申请单》开具销售发票，并经财务部负责人审

核后，交由记账人员记录应收账款，在财务系统中编制会计分录。 

2、对收入确认的时点及原则进行核查，详见“6、关于收入/（4）请主办券

商及会计师结合公司各项业务具体内容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核查公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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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确认方法是否符合准则规定并发表意见”的回复。 

3、抽查后台运营数据。公司浏览器广告位销售、浏览器订制开发的客户，

公司在与客户签订合同并会给客户一个账号，客户用账号登录广告位界面发布内

广告；浏览器订制客户在签约时会获得一个账号，该账号用于客户自主在其定制

的浏览器上按需求进行修改。公司后台运营记录客户登录的时间及 IP 地址。因

此我们索取后台客户操作日志并与合同台账、账上确认收入的客户名称进行核对，

以核实收入的真实性、完整性。查看火猴浏览器的后台运营数据，获取了这类客

户的名单，一共有 8家客户；并按名单上的客户逐一查看客户的登录记录和登录

IP地址并获取截图；将客户登录记录与已获取的合同进行比对。 

4、查看并获取浏览器订制开发客户盖章确认的验收合格报告。 

5、获取广告客户的广告截图，下载公司火猴浏览器对当时正在进行广告发

布的内容界面查看。 

6、对收入进行截止测试，未见重大异常。 

7、对客户进行函证，函证报告期间收入总额、往来余额。 

8、检查公司客户期后回款情况，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款余额

1,904,337.73 元，已于 2016年 8月之前收回。截至 2016 年 8月 31日，公司应

收账款余额 253 万元，截至本回复签署日已收到回款 193 万元。 

通过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虚增收入以及隐藏收入的情形，公司

财务报表真实、完整、准确的反映了收入情况。 

（6）请主办券商详细核查报告期公司业务变动较大的原因是否合理，公司

是否具有稳定业务且具备开展该业务的关键资源要素，公司的直接或间接融资

情况，分析公司净资产较低，收入规模较小、盈利能力和经营现金流较差的情况

下如何保证持续经营能力，并对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发表明确意见。 

一、公司业务收入波动分析如下： 

项  目 2016 年 1-8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浏览器销售收入   1,699,029.13   

广告位收入 6,254,716.85 6,825,24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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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 年 1-8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推广收入 10,266.07 17,422.42   

游戏收入 225,519.22     

软件开发收入     144,174.76 

合计 6,490,502.14 8,541,694.27 144,174.76 

2016 年 1-8月与 2015年同期收入相当，并且增加了游戏收入类别。2015 年

收入比 2014 年增加 839.75 万元、增长了 58.24 倍，主要由于公司 2015 年收入

类别增加了浏览器订制开发收入、浏览器广告位收入、推广收入。 

公司于 2012 年 8月开始研发火猴浏览器，于 2013年 8月开发完成火猴浏览

器 V1.0，2013 年 11月取得火猴浏览器 V1.0软件著作权，证书号 0629069证书。

公司于 2014年通过豌豆荚手机助手对该产品进行初步推广,但未实现销售。公司

加大了研发力度，于 2015年 5月开发完成火猴浏览器 V1.0的升级版火猴浏览器

V3.0 ，2016年 2月取得火猴浏览器 V3.0软件著作权，证书号 1203352。火猴浏

览器 2015 年 5 月开始试运营，2015 年 6月开始对外销售。 

公司主要业务为维护已经开发完成的浏览器并对浏览器进行推广，以增加用

户数量并推动广告位的销售。公司 2014 年发生推广费 20,733.35 元，主要通过

豌豆荚手机助手对火猴浏览器进行推广。自 2015 年浏览器研发成功后，公司委

托专业公司加大了推广力度，2015年公司共支付推广费约 444万元，2016年 1-

8月共支付约 271万元的推广费及广告费。 

由于公司持续推广的进行，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开发的火猴浏览器

在全国浏览器中排名第 15 位（数据来源于中国报告大厅之浏览器报告），拥有

用户数量 1000 多万人（数据来源于各应用商店统计的下载量）。截止 2016年 8

月 31日公司开发的火猴浏览器在全国浏览器中排名第 13位，拥有用户数量 1158

多万人。 

由公司属于软件开发及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通过上述第三方统计数据可以

看出，公司 2015 年收入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火猴浏览器开发完成，并经过专业

公司进行推广吸引了有广告投放需求的客户进行广告投放和浏览器订制需求的

客户。在 2016 年 1-8 月，由于前期用户量的积累加上本期对浏览器进行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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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公司拥有大量用户并获得了广告客户的认可，故公司业务收入在 2016 年

1-8月有一定幅度的提升。 

综上所述，项目组通过分析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历程、公司用户数量的变

化及手机浏览器的市场排名情况的变化，认为公司 2016 年 1-8 月的业务收入较

2015年有一定幅度的提升、2015年较 2014年的收入增长主要系收入结构发生变

化导致的情形是合理的。 

 

7、关于毛利率。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1）补充核查公司广告及推广业务

毛利率 100%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核查公司游戏业务毛利率为负的原因，

该业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3）补充核查公司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的各组成项

目的划分、归集是否合规，并对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成本的配比关系是否合理发

表核查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补充核查公司广告及推广业务毛利率 100%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于 2012 年 8月开始研发火猴浏览器，于 2013年 8月开发完成火猴浏览

器 V1.0，2013 年 11月取得火猴浏览器 V1.0软件著作权，证书号 0629069证书。

公司于 2014年通过豌豆荚手机助手对该产品进行初步推广,但未实现销售。公司

加大了研发力度，于 2015年 5月开发完成火猴浏览器 V1.0 的升级版火猴浏览器

V3.0 ，2016年 2月取得火猴浏览器 V3.0软件著作权，证书号 1203352。火猴浏

览器 2015 年 5 月开始试运营，2015 年 6月开始对外销售。2015年火猴浏览器开

发成功后，公司的主要收入就是出售浏览器的广告位置和在浏览器上做推广业务，

其广告和推广内容是由客户自行提供，针对这两种收入公司不提供其他服务，故

没有直接的成本及人员成本，这二类收入的毛利率为 100%。而 2016年 1-8月期

间由于用户数不断积累，用户流量相应增大，公司租用了服务器托管服务，为用

户提供更稳定、高效的广告位服务，2016 年 1-8 月服务器托管费与广告位收入

形成配比，因此 2016年广告位收入毛利率为 97.74%。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广告及推广业务的毛利率为 100%是由于公司的广告

和推广业务是搭载在公司的核心产品火猴浏览器上面，公司不会因为这二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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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产生额外成本，广告位收入和推广收入的内容的毛利率为 100%是合理的。 

（2）补充核查公司游戏业务毛利率为负的原因，该业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由于公司的游戏软件《小南天天乐软件》前期处于开发阶段，于 2016 年 4

月 22号在国家版权中心登记，于 2016 年 8月取得版号，正式上线运营。在产品

已成功上市之前，因游戏研发成功与否具有不确定性，故相应研发人员的薪酬没

有予以资本化，而是全额计入当期成本。由于上线时间较短，故该游戏的毛利为

负。而在 2016 年 9-12月的报告期后的运营中，该款游戏产生了收入 891,475.76

元，2016年 9-12月该款游戏的成本 75,999.31元（主要为相关游戏进一步开发

及维护人员成本）。2016年 1-12月，该款游戏的毛利为 792,433.20元。 

通过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游戏业务毛利率为负的原因是该游戏 2016 年 8

月才上线，营运时间短，收入尚不能完全覆盖前期的开发成本，经过期后收入的

统计，该游戏现已有毛利 792,433.20 元，该业务具有可持续性。 

（3）补充核查公司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的各组成项目的划分、归集是否合

规，并对公司报告期内收入、成本的配比关系是否合理发表核查意见； 

项目组实施的核查程序如下： 

1、获取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并询问公司财务人员，了解营业成本、期间费

用划分标准、归集方法等，公司按以下原则划分及归集成本、费用： 

与产品或收入直接相关的计入营业成本，无直接关系的计入期间费用，与企

业销售商品有关的各种费用计入销售费用、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

费用计入管理费用。  

2、获取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明细表，检查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的明细项目

的设置是否符合规定的核算内容与范围，检查是否存在成本项目分类错误，判断

是否通过将应计入营业成本的支出计入期间费用，或将应计入期间费用的支出计

入营业成本等手段调节营业成本，从而调节营业成本的情况。。  

公司根据受益对象将公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支出进行归集、分配，分别

计入营业成本和期间费用。 

3、报告期间收入成本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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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 年 1-8 月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广告位收入 6,254,716.85 141,288.40 97.74 

推广收入 10,266.07  100.00 

游戏收入 225,519.22 248,562.44 -10.22 

合计 6,490,502.14 389,850.84 93.99 

（续） 

项  目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浏览器销售 1,699,029.13 741,149.18 56.38 

广告位收入 6,825,242.72   100.00 

推广收入 17,422.42   100.00 

合计 8,541,694.27 741,149.18 91.32 

（续） 

项  目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软件开发收入 144,174.76 16,216.20 88.75 

合计 144,174.76 16,216.20 88.75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四、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

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二）营业收入结构及分析/1、收入结构分析”中补充披

露如下： 

项 目 2016年 1-8 月 2015年度 2014 年度 

委托开发成本  490,000.00  

服务器托管费 141,288.40   

研发人员工资 248,562.44 236,149.18 16,612.20 

由以上数据可见，2014 年度公司主要从事软件开发业务，营业成本主要为

研发人员工资等，与软件开发收入形成配比。2015 年度火候浏览器产品研发成

功，公司基于浏览器形成广告位收入及推广收入，广告和推广内容是由客户自行

提供，针对这两种收入公司不提供其他服务，故没有直接的成本及人员成本。公

司主要研发人员从事浏览器销售业务的开发工作，此外部分功能还需要委托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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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机构开发，因此 2015 年度委托开发成本、研发人员成本一起与浏览器销

售业务收入形成配比。2016 年 1-8 月期间由于用户数不断积累，用户流量相应

增大，公司租用了服务器托管服务，为用户提供更稳定、高效的广告位服务，故

2016 年 1-8 月服务器托管费与广告位收入形成配比。2016 年 1-8 月公司研发等

人员主要从事小南天天乐游戏的开发、更新、维护，故相关人员成本与游戏收入

形成配比。 

4、报告期间销售费用项目明细 

项  目 2016 年 1-8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市场推广费 2,715,166.82 4,440,028.50  20,733.35 

公司销售费用系发生的推广、渠道费，火猴浏览器的推广服务由推广商和渠

道商负责，公司与推广商和渠道商签订合同，委托他们进行线上推广活动和线下

渠道推广。2014 年市场推广费主要是公司在豌豆荚手机助手上做推广。 

5、报告期间管理费用明细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项目明细 

项  目 2016 年 1-8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办公费 389,734.43 26,800.70 16,256.78 

差旅费 296,835.30 28,078.00 8,814.00 

水电费 1,570.00 23,191.00 11,239.00 

物业费 13,691.20 18,236.60 22,845.00 

车辆费用 62,518.00 14,301.00 15,762.00 

通讯费 10,681.00 3,491.20 2,769.80 

其他 24,152.70 6,093.00 19,385.80 

工资 1,090,151.35 237,858.20 108,203.70 

交通费 111,165.87 14,996.50 15,743.50 

房租费 44,000.00 120,140.00 232,382.00 

社保 159,312.33 64,887.42  

福利费 68,689.00 977.30 14,5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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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 年 1-8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折旧费 53,496.95 19,889.48 7,666.87 

业务招待费 199,600.44 33,094.70 6,707.00 

公积金 17,974.00 8,010.00  

咨询费 248,190.00 120,000.00  

审计费用 134,849.05 175,000.00  

研发费 2,000.00 107,765.47 212,396.06 

会议费 11,460.00   

合计 2,940,071.62 1,022,810.57 694,695.71 

通过上表可知，公司管理费用核算的主要是管理人员相关职工薪酬，以及办

公费、房租及物业管理费、招待费和差旅费等,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是归集的研

发部门的费用。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费用和成本归集是合规的，报告期内收入、成

本是相配比的。 

8、关于应收账款。（1）请公司结合客户对象、业务特点、信用政策、信用

期外的应收账款余额、结算方式及收入变动等各方面因素分析并补充披露应收

账款余额增长较快的合理性；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核查公司期

后收款情况，是否存在应收账款无法收回风险，并就公司收入的真实性，是否存

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发表核查意见。（2）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公司以及公司自

身特点、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情况等分析坏账计提政策是否谨慎、坏帐准备计提是

否充分；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回复】 

（1）请公司结合客户对象、业务特点、信用政策、信用期外的应收账款余

额、结算方式及收入变动等各方面因素分析并补充披露应收账款余额增长较快

的合理性；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并核查公司期后收款情况，是否

存在应收账款无法收回风险，并就公司收入的真实性，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

情形发表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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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2016年 8月 31日 客户名称 
2015年 12 月 31

日 

上海桃花缘网络服务有限公

司 
1,500,000.00 

江西玩酷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1,500,000.00 

南京邦扬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00 
上海麦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200,000.00 

上海星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30,000.00 
扬州博悦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200,000.00 

    其他 4,337.73 

合计 2,530,000.00 合计 1,904,337.73 

按账龄列示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账龄 

2016 年 8月 31 日 2015 年 12月 31日 

金额 
占应收账款余

额比例 
金额 

占应收账款余

额比例 

1 年以内 2,530,000.00 100.00 1,904,337.73 100.00 

合计 2,530,000.00 100.00 1,904,337.73 100.00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四、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

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五）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资产情况/2、应收账款”中补充

披露如下： 

“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为应收客户广告投放业务及浏览器销售业务等相关款

项。由于公司所处服务行业的特点，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为定制浏览器开发渠道商

与有广告投放需求的客户。广告投放业务由企业技术部门将市场部提供的客户

相关信息根据合同约定投入到约定位置，通过第三方平台统计相关的推广业务

量并与客户核对一致。浏览器销售业务企业根据客户在合同中设定的包括后台

管理功能、开放功能、对应的搜索引擎等相关要求进行软件编辑，测试无误后反

馈最终版给客户，客户认可产品后则进行交付。由于公司相关业务服务周期较长，

公司给予相关客户一定信用期，具体信用政策会根据客户的不同性质有所调整。

例如对老客户、战略性客户或付款审批流程较长的大型公司一般视情况给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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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长信用期。 

2016 年 8 月 31日应收账款较 2015 年 12 月 31 增长 625,662.27 元，增长率

为 32.85%，主要由于 2016 年 1-8 月应收账款余额为广告位收入业务未结算款，

而 2015 年度应收账款余额主要为浏览器销售业务未结算款，不同类型业务的未

结算款导致期末应收款余额增加。” 

经检查合同约定的信用政策、收款方式未发现有重大变化，检查期后回款情

况，公司报告期内无信用期外的应收账款。 

项目组实施了下述的核查程序： 

公司的客户大多的互联网企业，所有的业务的开展及业务开展以后的效果均

通过互联网进行，项目组通过查阅主要客户的合同，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了解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情况，获取广告截图、客户签收的验收合格证明、网

络第三方统计平台的统计数据、对客户进行函证并获得了回函，获取税务部门盖

章的公司税务申报报告及纳税纳报表等来确认销售时点；并且对销售进行了截止

性测试，以确定是否存在提前或推后确认销售的情况；同时抽查了期后应收款项

的回收的情况，核查款项回款真实性。 

经核查，公司 2015年度的应收账款，已在 2016年度全额收回。2016年 8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截至本回复签署日，公司已收到 193 万元应收账款，不存在

账龄在 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故公司没有大额款项较长账龄难以回收的现象。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期后应收款项的回收真实，不存在应收账款无法收

回风险，同时结合收入确认也未发现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2）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公司以及公司自身特点、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情况等

分析坏账计提政策是否谨慎、坏帐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意见。 

 同行业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账 龄\计提比例（%） 本公司 
北京璧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虎嗅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 年以内（含 1 年，下 5.00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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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龄\计提比例（%） 本公司 
北京璧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虎嗅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 

1-2 年 10.00 10.00 10.00 

2-3 年 20.00 20.00 20.00 

3-4 年 50.00 50.00 50.00 

4-5 年 80.00 80.00 8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由上表可见，本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政策与同行业相同，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谨慎。 

项目组通过查阅公司的会计政策及访谈相关财务人员，了解公司的坏账计提

政策，复核公司坏账准备的计提情况，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账 龄 计提比例% 

2016.8.31 2015.12.31 

金 额 坏账准备 金 额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5.00 2,530,000.00 126,500.00 1,904,337.73 95,216.89 

1-2 年 10.00     

2-3 年 20.00     

3-4 年 50.00     

4-5 年 80.00     

合 计  2,530,000.00 126,500.00 1,904,337.73 95,216.89 

由上表可见，公司的应收账款账龄均在一年以内，坏账准备已按公司的会计

政策进行计提。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坏账计提政策是谨慎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充

分的。 

9、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总资产及股东权益变动较大的原因。请主办券

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上述事项，并对波动原因的真实性、合理性以及公司财务核

算规范性发表意见。 

     【公司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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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四节 公司财务/四、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

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七）股东权益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报告期内总资产及股东权益变动较大的原因如下： 

一、公司在报告期内进行增资使得总资产及股东权益较大增加。  

1、2015 年 10月 13 日，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30万元增至 37.5 万元，本次增加注册资本 7.5 万元由上海吉然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货币 250.00 万元认缴其 10%股权，其中：3.75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溢

价 246.25 万元记入资本公积；上海猿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货币

250.00 万元认缴其 10%股权，其中：3.75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溢价 246.25 万

元记入资本公积。公司财务核算方式为增资款记入实收资本，溢价款记入资本

公积。 

2、2015 年 10月 30 日，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37.50 万元增加到 53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492.50 万元由资本公积按股东

原持股比例转增实收资本。公司财务核算方式为增加实收资本，减少资本公

积。 

二、公司报告期内经营利润增加使公司股东权益和总资产增加，自 2015

年浏览器研发完成并成功投入运营后，公司的收入有大幅的增长，自 2015 年

度开始实现了盈利。增加了公司的股东权益和总资产。”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报告期内总资产及股东权益变动较大是由于公

司增资以及报告期内实现盈利累计形成，情况真实、合理，公司财务核算是规范

的。 

10、鉴于公司补充审计一期，请主办券商修改 BPM 系统审计截止日期。 

【主办券商回复】 

主办券商收到本次反馈后积极尝试对 BPM系统的审计截止日期进行修改，

但由于收到反馈时间于 2017年 1月，本次申报的审计报告两年一期为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年 1-8月，系统提示已无法进行修改。对审核工作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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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深表歉意。 

其他：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

内容与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

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主办券商回复】 

除上述问题外，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

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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